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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2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总则第一条中突出强调“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开启了全面依法治体和以德治体相互融合促进的新篇章。

研究发现，中华体育精神弘扬面临基础和支撑不足、条件和保障不均、载体发展不充分、后

备人才不充足和纪律规范不健全等困境，据此提出了扩大体育群众基础、保障体育资源平

等、促进体育均衡协调发展、增强体育后备力量和遏制不正之风等中华体育精神弘扬推进

策略。

关键词：依法治体；以德治体；中华体育精神；体育法

Abstract: In June 2022, article 1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2022 Revision) highlighted“promoting the Chinese sporting spirit and cul‐

tivating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open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sports spirit faces the difficul‐

ties of insufficient foundation and support, uneven conditions and guarantees, insufficient carri‐

er development, insufficient reserve talents and imperfect discipline norm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increase the sports population, ensure the equality of sports resources, promote

th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enhance the reserve forces and curb the

misconduct to carry forward Chinese sports spirit.

Keywords: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Chinese sports spirit;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2022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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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体育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晶，是中国体育的灵魂和

精髓（黄莉，2008），其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博采众长，反映中国体育的基

本价值导向和诉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

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

新。2013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等时强调，广

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

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

光大。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

求越来越广泛，随之，人民对法治的期待，对权利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张文显，

2021）。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在总则第一条中突出

强调“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这一立法目的，开启了全面依法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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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德治体相互融合促进的新篇章。

1 中华体育精神弘扬的理论基础

1.1 依法治体是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基础保障

法治思想、法治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且不断实践，

影响深远。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

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习近平，

2017）。中华法系突出实践理性，且与儒家传统伦理思

想、礼法思想长期融合，具有伦理法的特征。中国共产党

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中，历来重视

法治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依

法治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涉及全面依法治国的

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原则、要求等理论问题，也涉

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开展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问题，逐步形成系

统、全面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

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依法治国

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体是体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方略在体育领域的贯彻实施，是中国体育适应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体育立法工作不断向前推进。新中国第一部

《体育法》从 1995 年诞生至今，经过了 27 年的实践和沉

淀。为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体育治理体

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新期待和新要求，国家对《体

育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修订，将全面依法治体的法理研

究与实践探索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全面依法治体是适应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而言是法治经济。体育的市场化、商

业化程度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加深。市场机

制调节下的中国体育也面临诸多管理中的“第一次”。加

之长期以来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导致体育管理

缺乏较好的自我约束机制和有效监督机制，体育资源无

法按照市场规律优化配置，有限体育资源的利用率较低。

这种状况与市场经济的建设目标不符，难以在市场经济

中立足（孙旭辉，2012）。只有实施全面依法治体，才有可

能解决这些问题。

1.2 以德治体是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新修订的《体育法》中，以“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

中华体育文化”代替了征求意见稿中的“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突出了体育领域以德治体的体育

特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长期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

影响，“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一直占有一席高地。如《论

语·为政》中所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以德治国被认为是治国的根本。体育领域追求“内圣

外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是以德治体的基本价值诉求。

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中华体育道德领域最高层次的要

求，经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体育文化长

期融合与改造凝练而成，逐步成为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宝

贵精神财富与动力支持。中华体育精神集中体现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从国家层面而言，要发扬

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精神；从社会层面而言，要发扬团结

协作、遵纪守法精神；从个人层面而言，要发扬科学求实、

顽强拼搏精神。

体育是规则的产物，没有规则就没有体育。中华体

育精神中倡导的遵纪守法等理念始终占据极为重要的地

位。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倡顽强拼

搏、自强不息，不仅有利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也会辐射

影响社会其他领域，传播正能量，助力新时代以德治国方

略向纵深发展。

1.3 依法治体与以德治体相融合是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必

由之路

礼法并用、德法兼治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形成

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和道德密不可分，

并以“礼”的形式统一起来。“礼”中既有刚性的制度要求，

也有非刚性的习俗敦化，二者分别代表着传统社会的

“法”与“德”。传统的礼法合治思想是新时代坚持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融合之路的宝贵财富。

依法治体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密不可分。中华体育

精神指引着中国体育法治的发展方向，体育法治为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提供最强有力的保障。遵守体育法律法规

是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最低限度的要求。当中华体育精

神、体育道德的引领失灵时，则需要法律约束；当法律难

以奏效时，就需要中华体育精神、体育道德的熏陶。二者

相互依托，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体育道德法律

化与体育法律道德化高度融合，有利于实现体育综合治理。

以德治体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双向互动。体育是社

会生活的一部分，体育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

别是随着体育的商业化、市场化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方式日益多元化，存在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

金主义等不良倾向带来思想混乱和行为偏差的现象。因

而，进行体育道德建设愈加重要。一般认为，应对体育道

德缺失问题，一是要培养人的道德意识，提高人的体育道

德认知水平，二是要建立权威的体育道德评价体系。也

就是说，从体育道德的内化要求而言，需要个体对真善

美、假恶丑等道德界限有明确的认知和判断，并形成思想

上的“盾牌”；从体育道德的外化要求而言，需要对体育行

为有明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和激励机制，进而促进体育道

德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闭环逻辑。中华体育精

神作为当代体育道德领域的精华，需要持续而广泛的弘

扬和全社会的共同践行。然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不能

仅停留在号召和宣传的层面，从长远来看，弘扬中华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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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更加需要社会规则的强力保障。《体育法》的修订正

是新时代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价值之需、时代之要。

2 中华体育精神弘扬的现实困境

2.1 基础和支撑不足

新时代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首先受到体育人口因素的

制约。根据我国多数居民的实际情况，一般认为，每周参

加 3 次及以上身体活动，每次身体活动时间达 30 min 以

上，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程度以上的人口可以判定为

体育人口。《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指出，我

国 2020 年 7 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

为 37.2%。在不同群体中，儿童青少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占 55.9%；成年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占 30.3%，其中

40～49 岁年龄组的比例最高，为 31.7%。这一数据表明，

成年体育人口数量仅占三成左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新修订的《体育法》明确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的要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坚持发展体育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对人民群众的体

育权、健康权、生命权高度重视的具体体现。

2.2 条件和保障不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体育领域亦是如此。体育科学研

究所（2021）调查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 7岁及以上居民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 40.1%，乡村为 32.7%。乡

村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明显低于城镇，且因为乡村人

口基数较大，实际未参加体育锻炼的绝对人数仍然较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体育锻炼理念在

乡村普及程度不高的影响，也存在乡村的体育资源投入相对

较少、体育信息缺乏、体育人才供给不足等方面的原因。

地区之间体育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可以通过各地体育

公共财政支出情况反映出来。《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20

年数据）》显示，2020 年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最高的省（市、

自治区）为四川，最低的为西藏，各地差异较大（图 1）。调

查显示，体育人口在我国东、中、西部的分布不平衡，积极

锻炼人群差异性格局不断强化，整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格

局（付冰 等，2019）。这些现象反映了地区体育资源分配

不均、体育锻炼效应差异较大。

2.3 载体发展不充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就确立了优先发展

竞技体育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在竞技体育发展方面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据《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2020 年数据）》，2020 年，在全国体育系统公共预算支出

中，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体育竞赛、运动训练的总支出为

1 359 390.57 万元，群众体育支出经费为 341 240.59 万。

数据统计显示，除 2008 年群众体育事业的资金投入大于

竞技体育外，其他各年的竞技体育资金投入远大于群众

体育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健身事业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发展不协调、不

平衡的难题虽不断得到改善，但二者间差距仍然较大。

群众体育通常是指普通民众自愿参加，以强身、健体、休

闲、娱乐、社交等为目的的体育活动。新修订的《体育法》

将原来的“群众体育”改为“全民健身”。这一修订一方面

扩大了体育参与的人群范围，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体育发

展的“健身”目标。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员在比赛中所展

现的形体之优、技艺之高、力量之美既有赖于弘扬中华体

育精神，也有利于通过竞技体育这一载体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同时，弘扬和践行中华体育精神也有赖于全民健身事业

的深入开展，让体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大众在日常生活

中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充分发挥体育的功能与价值。

2.4 后备人才不充足

随着我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竞技体育发展

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断层、匮乏的问题逐渐暴露。如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我

图1 2020年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对比

Figure 1. Comparison of Sports Public Financial Expenditure by Provinces（Cities，Autonomous Regions）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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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9 枚金牌获得者中，谷爱凌、苏翊鸣、张雨婷是首次参

加，而武大靖、范可新、任子威、徐梦桃、齐广璞等均非首

次参赛，其中武大靖、范可新为第 3次参加 ，徐梦桃、齐广

璞为第 4 次参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我国体育事

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众所周知，青少年体育对

体育人才普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体育发达国家，

我国还面临着体育专项人才培养不足、培养体系不健全、

培养机制不完善、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保障机制缺失等

问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任务艰巨且繁重，改革仍

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既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

长，也不利于中华体育精神传承和发扬。亟需构建科学

合理的培养范式，以及多方协调发展、全方位社会保障、

可持续发展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2.5 纪律规范不健全

体育领域，特别是竞技体育领域不正之风问题尚存。

备战参赛中我国个别运动员在赛场内外缺乏斗志、精神

状态不佳；兴奋剂事件偶有发生；体育竞赛中赌博、假球

等问题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国家体育总局，

2022）。这些屡禁不止的不正之风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新

修订的《体育法》的颁布实施进行系统规制与整体约束，

形成抵制不正之风的威慑力。除法律约束外，道德引领

也十分关键。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全面提升

体育运动管理人员、体育从业人员、教练员、运动员的思

想素质和精神风貌。

3 中华体育精神弘扬的推进策略

3.1 扩大体育群众基础

体育人口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国民体质水平和体育

事业发展的重要数据。中华体育精神脱胎和孕育于体育

领域，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体育领域，进而辐射影响到社会

其他领域。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必然需要以足够多的人

口关注体育、参与体育、从事体育。

一是提供各群体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保障条件。新

修订的《体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公民平

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对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

人等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给予特别保障。这一规定有利

于提高未成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体育场馆向

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为女性参加更多高水平赛事提

供法制保障，为老年人使用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提供必

要帮扶，为残疾人参与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便利等。

二是运用多种便利条件提升群众体育参与度。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应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和特

点，充分发挥工会团结组织干部职工的作用，组织开展日

常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会等，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元体育

锻炼和健身需求。

三是加强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相关政策应向基

层、经济不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倾斜，鼓励社会力量

依法开展体育专业教育，给予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单位财

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

3.2 保障体育资源平等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社会发展的不断进

步，人们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追求逐步提高，对体育

锻炼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

所致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

间的公共体育资源占有不平等、不均衡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健全体育组织管理制度。建立全民健身公共场

地设施的维护管理机制，明确管理和维护责任；鼓励发展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区健身组织等各类自治性体育组

织；支持体育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开展体育活动，推

动体育事业发展。

二是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新修订的《体

育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逐步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引导体育

优质资源向基层乡村延伸，深化体卫结合，让体育运动成

为一种时尚生活方式。

三是充分发挥政府的帮扶力度。新修订的《体育法》

总则第七条规定，国家采取财政支持、帮助建设体育设施

等措施，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欠发达

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向经济不发

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倾斜，加强对培养社会体育指导

员、体育教师、教练员等人才队伍的资金、政策支持力度。

3.3 促进体育均衡协调发展

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一个重要目标。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二条突出强调，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全民健身为基础，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推动体育事业均衡、充分发展，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

中国建设。中华体育精神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而逐

渐被认识和总结，也应发扬其他体育领域。

一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均衡发展。竞技体育发展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华体育精神产生的契机

是竞技体育取得了瞩目成绩，但真正的体育强国必然要

求体育事业全面和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弘扬和践行中

华体育精神不应囿于竞技体育领域，而需要发展更广泛

的群众体育弘扬载体，让体育的价值与功能能够覆盖体

育各领域，辐射社会各类人群。

二是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均衡发展。实现竞技体育

均衡发展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目标。相比而言，我国

冬季项目发展相对滞后，且冬季项目中“冰强雪弱”的现

象尚存。应对这一不平衡问题，要借助举办和参加世界

冬季项目大赛的契机，补缺项、强弱项，不断提高冬季项

目水平；要不断总结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积累的宝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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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踔厉前行；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长远规划，统筹夏季

项目与冬季项目均衡协调发展，形成项目布局更加合理、

结构更加优化、发展更加均衡、后备力量更加充足、成绩

更加显著的全新发展格局。

三是优势项目与潜优势项目均衡发展。对于我国的

跳水、举重、乒乓球、射击等传统优势项目，要精益求精，

充分发挥“头雁”作用，不断提升传统优势项目的核心竞

争力；对于蹦床、射箭、射击、柔道、武术等潜优势项目，更

应注重厚积薄发、补足短板，力争上游；同时，采取积极措

施，全面振兴“三大球”，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办人民满

意的体育。

3.4 增强体育后备力量

新修订的《体育法》中突出了体育发展的三大基本领

域，即全民健身、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对体育保

障与组织、体育仲裁与管理、体育权利与责任，以及体育

事业发展中存在失范风险的重点方面、重要环节均作出明

确规定。这些规定都有利于保障体育后备力量的增强。

一是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2019 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 2035年，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 以上，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 2.5 m2，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

以上的人数比例超过 92%。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社会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和学校场馆开放共享，提高健身步道等便民

健身场所覆盖面，因地制宜发展体育公园，支持在不妨碍

防洪安全前提下利用河滩地等建设公共体育设施。配合

国家的相关政策与规划要求，新修订的《体育法》对倡导

科学健身理念、实行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提供全民健身

活动必要条件、运动会所依托的群团组织和协会等作出

明确规定，要求对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参加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保障。新修订的《体育法》从

竞技体育推动全民健身的视角，探索运动等级评定向下

延伸，即向参与体育运动的普通大众倾斜等都将有利于

我国体育人口持续增加，促进体育后备力量更加充足和

全民健身事业健康发展。

二是高度重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青少年是祖国的

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然而，近年来青少年近视、肥胖、脊

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新修订

的《体育法》强调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总则

中第十条规定，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

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体育

法》不仅关注青少年校内时间的体育活动，还通过开放体

育场地等等规定满足全民健身需求，鼓励青少年充分利

用业余时间参加体育活动。新修订的《体育法》有助于体

教融合思想真正落地，充分发挥体育的特殊育人功能与

价值，培养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是竞技体育突出为国争光的时代内涵。新修订的

《体育法》明确要求，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要对运动员进

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道德、纪律

和法治教育，要团结协作，勇于奉献、顽强拼搏，鼓励运动

员在体育赛事中创造优异成绩，为国家和人民争取荣誉。

在运动竞技水平和能力提升方面，要求竞技体育领域全

面深化改革，不断规范体育市场化、职业化管理，不断提

高职业赛事能力和竞技水平。这些规定均与弘扬中华体

育精神直接或间接相关。

3.5 遏制体育不正之风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体育从弱到强、从不发达走向

比较发达的内在动力。Lee（2012）认为，体育精神源于人

性，有助于化解体育赛事中运动员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

等极端问题，为体育社会功能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良好风气会产生晕染式效果，传递社会正能量。营造风

清气正的体育环境，需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辩证关系。

一是处理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关系。主体责任

易于界定和厘清。除了各级各类管理部门需要切实担负

起主体责任，《体育法》鼓励中华体育总会和地方各级体

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体育社会组织、体育协会、

俱乐部、社区健身组织等承担起推动体育事业发展、防御

不正之风的主体责任。同时，《体育法》增加“监督管理”

一章，规定了体育行政部门和公安、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

门的监督管理职责；明确了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

义务，以及因突发事件及时中止体育赛事活动的“熔断机

制”；明确建立体育项目管理制度，规定新设体育项目由国务

院体育行政部门认定；提出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体育执法

机制，为体育执法提供必要保障等。

二是处理好惩治与预防的关系。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

团结同志的双重目的。对于遏制体育领域不正之风而

言，要预防在前，做好预案，筑牢体育干部、相关体育从业

人员的思想防线，防患于未然。新修订的《体育法》从 8章

增加到 12 章，共计 122 条。法律法规的细致规定为预防

不正之风和惩治违法乱纪提供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同

时，惩治靠“法”，零容忍、不姑息，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抓

小、落细、抓实；预防靠“德”，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唤起人

们内心的崇高感，实现德治的根本。

三是处理好源头防腐和行风治理的关系。源头防

腐，就是要将防腐工作再向前做一步，就是要倡导将《体

育法》落细、落实，从“道德良心”规制“人性弱点”，在“动

机内控”层面施加影响。同时，抵制体育不正之风难以一

蹴而就。因此，“运动式”“锯齿式”反腐无法真正奏效，需

要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从严整治体育领域各种形

（下转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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